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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1800         证券简称：中国交建  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19-085 

 

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

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公司）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

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

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知于 2019 年 10 月 22 日以书面形式发

出，会议于 2019 年 10 月 30 日以现场方式召开。董事会应到董事 7 名，实到董

事 6 名，独立董事黄龙委托独立董事郑昌泓出席并代为表决。与会董事对本次会

议的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，对所议事项进行了表决，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，会议

召开程序及出席董事人数符合有关规定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。 

会议审议通过相关议案并形成如下决议： 

一、 审议通过《关于审议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》 

审议同意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7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二、 审议通过《关于物资公司增加注册资本金的议案》 

同意公司对下属子公司中国交通物资有限公司现金增资 15 亿元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7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三、 审议通过《关于中国港湾投资孟加拉 Payra 煤炭码头 PPP 项目的议案》 

1. 同意公司下属子公司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（简称中国港湾）投资

孟加拉 Payra 煤炭码头项目，项目总投资约为 2.32 亿美元。 

2. 为投资实施该项目，中国港湾与国内合作方共同现金出资成立项目公司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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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中国港湾资本金出资不超过 5,000 万美元，占项目公司股权为 70%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7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四、 审议通过《关于中国港湾投资以色列 Alon Tavor 燃气电站项目的议案》 

1. 同意公司下属子公司中国港湾与以色列本地发电企业（合作方）组成联

营体，收购并投资以色列 Alon Tavor 燃气电站项目，项目总投资约为 5.3 亿美

元，项目资本金占比 25%，约为 1.3132 亿美元。 

2. 为投资实施该项目，中国港湾与合作方共同现金出资设立若干项目公司，

其中中国港湾资本金出资约为 4,531 万美元，占项目公司股权为 34.5%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7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五、 审议通过《关于中国路桥与一航局联合收购香港高得公司的议案》 

1. 同意公司下属子公司中国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子公司中国路桥（香

港）有限公司（简称路桥香港），中交第一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的子公司康威斯

国际发展有限公司（简称一航康威斯），与一名自然人共同以不超过 4,900 万港

元的价格收购香港高得工程有限公司 100%的股权。 

2. 收购三方出资比例为 45%：45%：10%，路桥香港和一航康威斯各现金

出资不超过 2,205 万港元，合计出资不超过 4,410 万港元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7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六、 审议通过《关于三公局与中国城乡、西南院共同投资惠安县农村生活

污水治理工程 PPP 项目及崇山等三家污水处理厂（含配套管网）TOT 项目所涉

关联交易的议案》 

1. 同意公司下属子公司中交第三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（简称三公局），与中

交集团下属中国城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（简称中国城乡）、中国市政工程西南设

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（简称西南院），共同投资惠安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 PPP 

项目及崇山等三家污水处理厂（含配套管网）TOT 项目。 

2. 三公局为公司全资子公司，中国城乡、西南院为公司控股股东中交集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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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全资子公司，即为公司的关联方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，涉及关联交易金额

约为 6,975 万元。 

3. 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，并且发表独立意见。 

4. 本议案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。 

5. 该事项的详细情况请参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

发布的关于 TOT 项目对外投资的关联交易公告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，回避 4 票。 

七、 审议通过《关于一航局、公规院、车辆公司与中交雄安及振华重工组

建合资公司推进雄安新区城市交换中心（CEC）项目所涉关联交易的议案》 

1. 同意公司下属子公司中交第一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（简称一航局）、中交

公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（简称公规院）、中国公路车辆机械有限公司（简称车

辆公司），拟与中交集团下属子公司中交雄安投资有限公司（简称中交雄安）、上

海振华重工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振华重工）组建合资公司，推进雄安城

市交换中心项目发展。 

2. 一航局、公规院、车辆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，中交雄安、振华重工为

公司控股股东中交集团的下属企业，即为公司的关联方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，

涉及关联交易金额约为 3,000 万元。 

3. 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，并且发表独立意见。 

4. 本议案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。 

5. 该事项的详细情况请参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

发布的关于雄安城市交换中心项目对外投资的关联交易公告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，回避 4 票。 

八、 审议通过《关于三航局投资舟山市新城 LC-07-02-20 地块项目所涉关联

交易的议案》 

1. 同意公司下属子公司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（简称三航局）通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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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资扩股的方式进入中交地产舟山置业有限公司（简称舟山项目公司），与原舟

山项目公司股东华通置业有限公司（简称华通置业），按照 49%：51%的股权比

例合作开发浙东项目。 

2. 三航局为公司全资子公司，华通置业为公司控股股东中交集团的下属企

业，即为公司的关联方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，涉及关联交易金额约为 2.94

亿元。 

3. 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，并且发表独立意见。 

4. 本议案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。 

5. 该事项的详细情况请参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

发布的关于舟山新城项目对外投资的关联交易公告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，回避 4 票。 

九、 审议通过《关于出售中交西南研发中心所涉关联交易的议案》 

1. 同意公司下属子公司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（简称四航局）控股

的中交天府成都实业有限公司（简称天府实业），出售中交西南研发中心 4 号地

块 3#-7#办公楼给西南院所涉及的关联交易。 

2. 天府实业为公司下属企业，西南院为公司控股股东中交集团的下属企业，

即为公司的关联方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，涉及的关联交易金额约为 3.56 亿

元。 

3. 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，并且发表独立意见。 

4. 本议案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。 

5. 该事项的详细情况请参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

发布的关于出售资产的关联交易公告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，回避 4 票。 

十、 审议通过《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》 

1. 同意聘任周静波先生、李茂惠先生、裴岷山先生、陈重先生为本公司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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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裁，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作出之日起至董事会换届之日止，按照本公司章程

的规定依法行使职权。 

2. 王海怀先生、孙子宇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，不再担任本公司副总裁。两

位在任职期间，恪尽职守，勤勉尽责，公司董事会谨此对其为公司发展做出的重

要贡献深表谢意。 

3.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，同意上述议案。 

4. 该事项的详细情况请参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

发布的关于副总裁变更的公告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7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十一、 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。 

1. 同意聘任朱宏标先生为本公司财务总监，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作出之

日起至董事会换届之日止，按照本公司章程的规定依法行使职权。 

2. 彭碧宏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，不再担任本公司财务总监。彭先生在任职

期间，恪尽职守，勤勉尽责，公司董事会谨此对其为公司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深

表谢意。 

3.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，同意上述议案。 

4. 该事项的详细情况请参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

发布的关于财务总监变更的公告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7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特此公告。  

 

 

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10 月 31 日 


